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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6月28日讯 (记者
胡兵) 6月24日上午，2022中

国(德州)集成电路产业峰会在
德州市举行。本次活动以“芯机
遇 芯天衢 芯高地”为主题，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市委、市
政府联合举办，旨在共同探讨集
成电路产业前沿趋势与发展大
势，全力打造汇聚集成电路产业
资源的高水平盛会。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名誉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屠海令，有
研科技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熊柏青，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首席专家、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
会半导体材料分会秘书长林健，
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史庆军等
百余位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
表；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靖士宽，省派德州市“四进”工作
总队总队长戴小栋，省发改委总
经济师王晓燕，省创新发展研究
院副主任王文等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应邀在线下出席了本
次峰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
理事长、原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
所所长魏少军，中国半导体行业
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等7位业内
专家、企业家在线上为峰会致贺

词。德州市委书记田卫东，市委
副书记苑衍刚等市级有关领导
同志出席有关活动。

峰会上，田卫东、靖士宽、史
庆军先后致辞。田卫东表示，德
州发展布局集成电路产业，未来
可期、梦想可达。我们诚挚欢迎
各位专家、企业家来德州考察洽
谈、投资兴业，同“芯”协力、相互
赋能，与我们共同打造全国重要
的集成电路关键材料生产基地。
德州市委、市政府将为企业提供
一流服务，坚持“一把手”抓营商
环境，“一把手”服务重点产业
链，“一把手”联系包保重点企

业，全力以赴为产业发展、企业
壮大保驾护航。

靖士宽在致辞中简要介绍
了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
况，表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加
强顶层规划设计，加快推进融合
创新，出台更有针对性政策，支
持德州打造全国一流、世界知名
的集成电路产业高地，推动集成
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史庆军在致辞中对德州市
在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方面作出
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浪
潮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浪潮集
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合行

业资源，与德州市在产业信息化
提升方面加深合作，助力德州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更好更快发展。

熊柏青在会上介绍了有研
集团在德州的项目情况。屠海
令、林健、陶绪堂分别围绕“微
纳电子材料发展现状及前瞻”

“半导体材料发展机遇”“新一
代宽禁带半导体氧化镓单晶材
料研究进展”等课题作了主题
演讲。副市长陈晓强以PPT形式
推介德州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情况。峰会还举行了项目签约仪
式，17个项目集中签约，项目总
投资97亿元。

17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97亿元
2022中国(德州)集成电路产业峰会举行

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高温慰问到一线 清凉关怀暖人心

齐河县获评2021年度山东省文旅康养强县

为德州唯一

本报德州6月28日讯(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崔振) 6

月26日，2022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召开，会议对2021年度山
东省文旅康养强县进行表彰，
齐河县成功入选，为德州市唯
一，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沿黄县。

为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内
生动力，今年，山东省财政厅会
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
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山东
省文旅康养强县财政激励政策
实施方案》，确定每年评选10个
文旅康养强县，给予资金、金融、
土地等系列激励政策。

能够从德州市乃至全省地
区中脱颖而出，齐河的底气何在？

地处黄河下游，拥有63 . 4
公里黄河岸线，85%面积蕴藏
温泉，100亿立方米富锶天然矿
泉水储量，生态资源极其丰富。
靠什么发展，齐河人有自己的
考量：锚定“建设享誉全国文旅
强县”战略目标，齐河充分发挥
温泉、湿地、生态等资源优势，
立足“大文旅、大康养”发展定
位，编制《齐河县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规划》，构建文旅康养全产
业链条，谋划布局医疗康养、温
泉康养、生态康养、运动康养、
文化康养、高端养老等业态，统
筹推进市场捆绑营销、客源拓
展共享，做大做强文旅康养经
济，全力打造国内知名文旅康
养目的地。

优质的项目，是推进齐河
康养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之
一。2008年，借势黄河北展区全
面解禁机遇，齐河仔细研判，按
照“三分之一水面、三分之一绿
化、三分之一建设”的开发思路
打造黄河国际生态城，实施绿
化1 3 0 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
58 . 6%，打造水绿交融的水城、
绿城。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抢抓

战略机遇，将文旅产业发展上
升为县委、县政府主战略，以黄
河国际生态城为龙头，以大项
目为支撑，带动齐河文旅康养
产业全面起势。

从2011年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建成开始，泉城欧乐堡梦幻
世界、泉城欧乐堡水上世界、泉
城欧乐堡动物王国开园、中国
驿·泉城中华饮食文化小镇、黄
河文化博物馆群、齐州国际大
酒店等一批大项目先后落地，
带动全县接待游客数量以每年
约50万人次的速度稳步增长。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齐河还同步推进孔
雀王蓝海御华温泉酒店、阿尔
卡迪亚温泉酒店等温泉酒店集
群建设，打造各具特色、四季无
休的温泉度假产业集群；开发
富锶水、富锶食品饮品、玉米膳
食营养餐、杂粮宴、藜麦宴等50
余种100多个系列本地特色产
品，做大“黄河味道·齐河”区域
公共品牌；立足乡村特色，培育
有机农场、生态庄园、中医药养
生园、休闲垂钓、黄河民宿、乡村
度假酒店等100余处农旅康养融
合项目，全力叫响“自然不远
齐河很近”乡村旅游品牌。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现在的齐河，正
在唱响全域旅游“四季歌”，逐渐
形成全民、全域、全时文旅康养
发展的新格局。

华丽嬗变，离不开齐河持
续优化的发展环境。

泉城海洋极地世界项目，
10天办完全部审批手续，一周
完成地面附着物清表，自开工
建设到开业运营，仅用时1年9
个月；欧乐堡动物王国项目，通
过容缺受理，施工许可手续办
理期由7天压缩至1天……已在
齐河累计投资210亿元，一手打
造了泉城欧乐堡度假区的坤河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
锋坦言，吸引企业一再追加投

资的，正是齐河县对于产业“项
目未动、服务先行”的营商环
境，10余年间，公司投资额由最
初的10亿元增加到210亿元，项
目由1个增加到7个。

齐河成立工作专班，对重
大文旅项目提供一对一全程

“保姆式”服务。坚持要素跟着
项目走，设立重大文旅项目专
项扶持资金、旅游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全力扶持重点文旅企
业茁壮成长；通过购买、挖潜以
及向上争取等多种方式，及时
为文旅项目解决建设用地指
标，有效破解体量大、投入多的
项目用地难题和建设瓶颈。

栽得梧桐引凤来。良好的
发展环境，吸引了保利、碧桂园
等大企业纷纷来齐河落户投
资，济高国际康养文化基地、山
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新校区等
一批大体量重点项目先后落
地。截至目前，齐河县已引进投
资过亿元的文旅项目20余个，
建成省级旅游度假区1处，国家
A级景区7处，先后获评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县、中国康养百佳县市、
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成为全
国文旅康养版图中不可忽视的
优质版块。

“下一步，齐河将继续积极
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优势资
源整合，不断强化重大文旅康
养项目招引，做大做强文旅康
养产业，加快享誉全国文旅强
县建设，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齐河
县委书记孙修炜表示。

入夏以来，气温不断攀升，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坚守在一
线的员工带来了严峻“烤”验，
同时也牵动着公司领导的心。
近日，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领导干部相继分别到基层一
线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
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员工
送去了西瓜、香瓜等水果，使
广大员工能够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工作中。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舒缓

了烈日的炎炎，也映衬出一线
职工被汗水浸润的黝黑笑脸。
大家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
会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战高温、斗酷暑，以高昂的工作
热情，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奋
力拼搏，为中石化德州石油分
公司贡献力量。 （涂婷）

庆云县市场监管局在取得
农村大集食品安全水平显著提
升的基础上，逐步将监管末梢延
伸到“农村食品店”，通过“强监
管、抓整改、优服务”三步走，打
通农村食品安全“最后一公里”，
打出了“管理规范、品类齐全、服
务周到、买着放心”的庆云品牌。

强监管 重拳出击奖优罚劣

一是创新实施“五制”工作
法。强化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对
分管领导督导、分管领导对基
层所督导、流通科对基层所业务
指导等层级督导；二是常态化开
展现场观摩。建立食品安全规范
提升常态化现场观摩机制，以食
安县复审评价细则为标准，定期
在基层所开展现场观摩评比活
动；三是动态运用“红黑榜”奖惩
机制。对食品业态分类分档，实
行动态管理，形成“曝光—整
改—达标”的闭环，助推食品行
业整体水平有效提升。

抓整改 全面排查细化落实

一是落实食品仓库整改。

创新实现批发单位的食品仓库
“1234管理标准”。1个“挡鼠板”、
2本“台账”、3个分区、4项制度；
二是细化食品店面整改。坚持
全面整改和细化措施相结合，
指 导 各 店 主 配 齐“ 三 防 ”设
备 ，做 好 商 品 销 售 分 区 、分
类、分架；三是跟踪反馈督促
提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
研、个别谈话等形式汇聚群
众意见，及时跟进农村食品店
整改提升行动。

优服务 创新模式提档升级

一是创新形式优化指导。
在坚持不限定形式、不统一样
式、不额外增加业户负担“三
不”原则基础上，针对细节和重
点内容采取录制小视频的方式
转发给店主；二是强化店主安
全培训。通过出动宣传车、发放
宣传单、发布公众号、借助微信
群、集中培训、现场交流等形式
对店主进行包括经营环境要
求、分区分类明码标价、严格落
实食品“三防”、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等内容的安全培训，
打造“贴心式”服务模式。

庆云县市场监管局

“三步”走出农村食品规范化经营

“庆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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